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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力式授粉喷气管道参数优化与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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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杂交水稻制种气力式辅助授粉时，花粉随气流场运动，喷气管道多个喷孔的气流场叠加，表征气流场特性的射
流极角、出孔动压对花粉分布均匀性、传播距离起决定性作用，为探索射流极角、出孔动压与管道参数之间的影响关系，
获得较理想的气力授粉管道参数组合。该研究首先分析喷气管道气流场的叠加原理，采用消防烟雾弹发出有色气体经喷
气管道的喷孔喷射并拍摄气流场图片，选取喷管直径、喷管壁厚、喷孔直径三因素为影响因子，以射流极角、出孔动压
为评价指标，进行三因素五水平的单因素和多因素正交试验，通过对试验结果进行极差分析、矩阵分析，获得各因素对
气流场特性的影响规律，找出较理想的因素组合并进行验证试验。结果表明，喷孔直径对射流极角和出孔动压的影响显
著，3 个因素的影响顺序为喷孔直径、喷管直径、喷管壁厚，较优的因素组合为喷管直径 63 mm、喷管壁厚 5 mm、喷孔
直径 12 mm，此时的射流极角为 13.38°，出孔动压为 31.6 Pa。验证试验表明，优化的因素组合明显提高花粉分布均匀性，
花粉分布不均匀度（方差）降为 1.33，花粉能形成覆盖母本行呈正态分布特性的单峰分布，能够满足气力辅助授粉对授
粉管道的作业要求，研究结果为气力式授粉喷气管道的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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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杂交水稻制种辅助授粉要求授粉充分、均匀，才能
保证异交结实率，提高制种质量和产量[1-3]。由于杂交水
稻父母本植株特殊的农艺特性[4-7]（父母本高度差、父母
本花期重合度、母本柱头外露度、父本扬花期短），人
工辅助授粉是近年来研究的难点和重点。气力式辅助授
粉是一种新兴的人工辅助授粉方式。汪沛等对无人油动
力直升机用于辅助授粉的田间风场进行了测量[8]，并优选
出较佳的飞行高度、作业航向等飞行作业参数。李继宇
等对单旋翼和多旋翼电动无人直升机用于辅助授粉的作
业参数进行了优选[9-10]，直升机在水稻冠层所形成的风场
的峰值风速受飞机的飞行速度、飞机与负载质量、飞行
高度等影响。丁素明等研制了手持式风送授粉机并应用
于果树授粉试验[11]，测试了风机性能特性和风速对猕猴
桃花粉分布的影响，风机最大风速时柱头处的平均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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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率为 55.66%。
王慧敏等对气力授粉参数进行了优选[12]，研究了风
机直接吹送花粉时气流速度、作用位置和作用角度对花
粉分布效果的影响，以优选的参数授粉时花粉分布不均
匀度为 19.53。王永维利用 CFD 数值仿真技术对击穗气
吹式授粉机授粉管的气流场分布进行数值模拟[13]，对比
了气吹孔式和气吹嘴式 2 种授粉管的气流场分布的数值
模拟，表明气吹嘴式授粉气流场更均匀，但击穗齿对父
本植株的机械损伤率未作研究。
为了克服无人直升机授粉飞行作业参数过于严格、
风机直接吹送授粉花粉分布不均匀、碰撞式授粉易损伤
植株等现有授粉方式的缺点，本文设计并试制了风机连
接喷气管道的气力式授粉试验装置，研究不同管道参数
对气流场分布特性的影响，优选出较优的喷气管道参数
并用于气力式授粉试验。
对于气力式授粉方式中气流场的产生形式，经前期
的试验比较，采用风机连接喷气管道喷射气流具有结构
简单、调控方便、气流作用幅度宽、气力均匀等优点[14-15]。
在设计喷气管道直径、壁厚、喷孔直径等喷气管道参数
时需要考虑喷孔的气流叠加效应[16]，气流从多个喷孔喷
出并汇合叠加的气流场特性对花粉的运动轨迹起决定性
的作用。探索喷气管道参数对气流场特性的影响具有重
要意义，本文首先分析气流场的叠加原理，然后以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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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喷管壁厚、喷孔直径为影响因子，研究管道参数
对气流场特性的影响规律，优选出较合理的管道参数，
最后进行授粉效果的验证试验，研究结果为气力式授粉
喷气管道的设计提供参考。

1

气流场叠加原理

如果忽略喷气管道内外侧温度的差异，单一喷孔的
射流属于等温自由圆射流方式[17]，射流的叠加指的是 2
个平行射流束在射流边界相交后，互相叠加，重合流动。
汇合前，每股射流独立发展，汇合后，总射流的轴心速
度逐渐增大，直到最大，然后再逐渐衰减直至趋于 0。平
行射流组的叠加效应与喷孔的形状、喷孔间的距离等因
素有关系，在气力授粉时，要考虑射流之间的叠加效应，
可以借助薄剪切层理论建立平行射流组的叠加模型[18]，
两喷孔平行射流叠加的气流场模型如图 1 所示。

注：S 为喷孔中心的距离，mm；D 为喷管直径，mm；δ 为喷管壁厚，mm；
d 为喷孔直径，mm；V0 为出孔气流速度，m/s；α 为射流极角，(°)；l 为喷
射距离，cm；Rl 为射流汇合点的射流半径，mm；Vx 为距离喷孔 X 处的气流
场断面的轴心气流速度，m/s；L 为喷气管道的长度，m；c1 和 c2 为位于喷
气管道上的相邻喷孔；R 为两射流边界的交汇点，下同。
Note: S is distance of nozzle center, mm; D is pipe diameter, mm; δ is pipe
thickness, mm; d is nozzle diameter, mm; V0 is initial airflow velocity of nozzle,
m/s; α is jet cone angle, (°); l is jet distance, cm; Rl is jet radius of a cross section,
mm; Vx is axis airflow velocity of jet center of distance from the nozzle in X, m/s;
L is length of jet pipe, m; c1 and c2 are the adjacent nozzles on jet pipe; R is the
intersection of two jet boundary, the same as below.

Fig.1

图 1 平行射流叠加的气流场模型
Airflow field model with superposition of parallel jet

图 1 中，c1 和 c2 是位于喷气管道上的 2 个相邻喷孔，
喷管直径为 D（mm），喷管壁厚为 δ（mm），喷孔直径
为 d（mm），喷孔中心的距离为 s（mm），出孔气流速
度均为 v0（m/s），2 个平行射流束在 R 点开始出现汇合。
以两喷孔中心连线的中点设为坐标原点 O，射流运动方
向作为 X 轴正方向，Y 轴正方向垂直于射流运动方向且向
上。喷射距离 l（cm）定义为射流汇合点 R 到原点 O 的
水平距离，射流极角 α(°)定义为射流边线与 X 轴线的夹
角。根据图 1 所示几何关系，射流极角 α 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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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d /2
（1）
l +δ
在已知喷孔中心的距离 s、喷孔直径 d、喷管壁厚 δ 的
前提下，通过测量喷射距离 l 后可计算得到射流极角 α 的数
值。因为喷管壁厚 δ 相对喷射距离 l 的数值很小，射流极角
α 与喷射距离 l 的倒数之间存在反正切函数关系，由反正切
函数图像特点可知，喷射距离 l 越短，射流极角 α 越大。两
喷孔射流边线之外的范围为气力作用的盲区，气流场射流
极角 α 越大，汇合点 R 到喷气管道的喷射距离 l 越短，三角
形区域的气流作用盲区越窄，母本区域不能获得花粉的母
本数量越少，越有利于提高气力授粉的均匀性。
喷气管道外部气流场运动方向（X 轴线方向）距离喷
孔出口 x 处的气流场断面的轴心气流速度为 vx(m/s)，其
计算公式为[19]：
vx
0.996
=
（2）
v0 β x + 0.294
d
式中：x 为气流场断面距离喷孔在 X 轴线方向上的距离，
mm；β 为紊流系数，圆射流 β=0.08。平行射流的交叠使
x 处气流场断面上交叠部分的气流流速增强，轴心气流速
度沿 Y 轴方向按余弦函数分布，沿 X 轴方向逐渐衰减[20-22]。
由式（2）可知，轴心气流速度 vx 与喷气管道出孔气流速
度 v0（m/s），喷孔直径 d（mm）有关。
气力式授粉管道系统的静压（总压力损失）Psc（Pa）
为风机全压减去出孔动压，其数值等于风机压力损失 Pf
（Pa）、管道沿程压力损失 Py（Pa）、局部压力损失 Pj
（Pa）之和，而管道沿程压力损失 Py 的计算公式为：
L
Py = λ ⋅ ⋅ p
（3）
D
式中：λ 为喷气管道沿程阻力系数，Pa/m；L 为喷气管道
的长度，m；D 为喷气管道的直径，mm；p 为喷孔气流
动压（出孔动压），Pa。
一旦选定风机型号后，风机全压 Pq 不变，喷管直径
D 不同，管道沿程压力损失 Py 不同，气力授粉管道的总
压力损失 Psc 也不相同，所以，喷孔处的出孔气流速度 v0、
出孔动压 p 也不相同。
由气力输送原理，出孔动压 p 的计算公式为[11]：
a = arctan

p = 0.5 ⋅ ρ ⋅ v0 2
3

（4）

式中：ρ 为气体的密度，kg/m 。
杂交水稻制种气力式授粉时，因为花粉随气流场运
动，气流场轴心气流速度对花粉分布充分性、均匀性有
影响，不仅影响吹落的花粉数量，还影响花粉分布距离
和分布密度，在不造成花粉浪费和基因漂移的幅度范围
内，轴心气流速度越大，花粉传播距离越远[23]。而根据
式（2）、（4）可知，出孔气流速度 v0 越大，出孔动压 p
越大，气流场轴心速度 vx 越大。
因此，为保证母本行植株获得充足、均匀的花粉，
母本植株必须位于气流场的有效作用范围之内，并且表
征气流场特性的指标中，射流极角 α、出孔动压 p 直接影
响花粉分布均匀性、充分性和传播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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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气流场叠加原理的理论分析，设计喷气管道气
流场特性影响因素试验，以影响气力授粉充分性、均匀
性的射流极角 α 和出孔动压 p 为表征气流场特性的评价
指标，以喷管直径 D、喷管壁厚 δ、喷孔直径 d 为影响因
素，设计三因素五水平的单因素和多因素正交试验，研
究喷气管道参数变化对气流场特性的影响规律，对喷气
管道的不同参数进行优选并进行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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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采用 5 根不同管径的 PPR 管道制作成 5 根不同管径
（40、50、63、75、93 mm）、壁厚（4、5、6、7、8 mm）、
孔径（4、6、8、10、12 mm）的喷气管道，每个相同级
别孔径、壁厚的喷孔数均为 2 个，喷气管道一端封闭，
另一端与调速风机的出口相连接，风机进风口吸入有色
气体，有色气体从喷孔喷出形成射流，测量喷孔气流速
度以及汇合点至喷气管道中心线的距离，分析气流场特
性（射流极角、出孔动压）与管道、喷孔、气流参数的
影响关系。
CA2V140-100T-FMG-B38-1C 离心式鼓风机，台湾玄
亚风机厂生产，输入功率 154 W，电压 230 V，频率 50 Hz，
加上管道前的最大风量 496 m3/h，风机静压 387.5 Pa，出
口直径 Φ60 mm，风机风量与风速通过变频器控制，通过
调节变频器改变喷孔风速。因风机出风口直径与喷气管
道的外径不相等，采用不锈钢板加工出一个连接罩，确
保风机出风口与连接罩、喷气管道严密接合。
AVM-07 型数字式风速仪，台湾泰仕电子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测量范围 0.0～45 m/s，解析度 0.1，测量精
度±3%。
自制对照板，在长 2 m 宽 1 m 的木板上粘贴纯黑色
无花纹的墙纸。在靠近风机出风口一侧垂直于喷气管道
放置一个刻度尺，分度值为 10 cm。
选用 WB150F 型数码照相机，三星电子公司生产，
1 400 万像素，用于拍摄气流场图片。
选用 S-3500 型消防演习烟雾弹，有效发烟时间约
2 min，烟雾颜色为红色或绿色，采用数码相机拍摄气流
场图片分析气流场特性。在室内环境温度为 26°C 时，用
温度计测得烟雾弹发出的有色气体的温度为 26～27°C。
同时，用天平、量筒、带塞子的瓶子测出的烟雾密度为
1.173 kg/m3 与 27°C 时空气密度 1.177 kg/m3 相差不大。因
此，以标准条件下的空气密度作为烟雾弹发出的有色气
体的密度。
2.2 试验方法
风机放置在一个封闭的纸箱内，在纸箱一侧开一个
圆孔，用于风机出口与喷气管道连接。对照板与风机之
间采用纸板隔开，喷气管道放置在对照板底端，刻度尺
靠近纸板一侧并与喷气管道垂直，刻度尺上的 0 刻度位
置位于管道中心轴处。喷气管道中心轴方向为 X 轴，沿
风速向前的方向为 Y 轴。单次试验作用时间（烟雾弹有
效持续时间）约为 120 s。

在 1 级自然风（0.3～1.5 m/s）条件下进行试验，由
于两喷孔射流叠加的气流场的运动特性受到自然风产生
的气流的影响作用，因此在进行气流场的特性分析时需
要滤除自然风的影响，滤除时用实测的喷孔气流速度减
去自然风风速作为喷孔气流速度[8]。
启动风机后，消防烟雾弹发出红色或绿色的烟雾。
各次试验调节风机转速，调速器的刻度从 0°～360°平均
分成 5 等分，调速器调到相应等分位置后，先测得喷气
管道喷孔出口处气流速度 v0，再拍摄对应气流速度下的
气流场照片，根据照片测量喷射距离 l，单次试验中出孔
气流速度和喷射距离各测量 5 次，取 5 次测量数据的平
均值作为最终的试验数据。
喷射距离 l 及相应的喷孔直径 d、喷管壁厚 δ、喷孔
中心距 s 代入式（1）计算得到射流极角 α 的数值。出孔
气流速度 v0 减去自然风风速后代入式（4）计算得到出动
动压 p 的数值。
试验装置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1.调速器 2.风机 3.刻度尺 4.喷孔 5.烟雾 6.对照板 7.喷气管道
1.Speed controller 2.Fan 3.Dividing rule 4.Nozzle hole 5.Smoke 6.Compare
board 7.Jet pipe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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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试验装置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est equipment

单因素试验

因为气力式授粉时气流速度要大于水稻花粉的悬浮
速度 3.5 m/s[24-25]，但气流速度过大又会造成花粉浪费和基
因漂移等危害[26-27]。综合考虑 PPR 管道国内现有的规格尺
寸和气力授粉对气流速度的要求，选择喷管直径 Φ90 mm
及以下的管道时测得的喷孔气流速度能满足气力授粉对
气流速度要求。因此选择喷管直径 D 的 5 个水平为 40 、
50、63、75、90 mm，喷管壁厚 δ 的 5 个水平为 4、5、6、
7、8 mm，喷孔直径 d 的 5 个水平为 4、6、8、10、12 mm。
每次试验重复 5 次，结果用 5 次试验的均值表示。
3.1 喷管直径变化对气流场特性的影响
喷管直径 D 的 5 个水平的试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以看出，随着喷管直径增大，出孔动压增
大，喷管直径为 90 mm 达到最大值 20.52 Pa。因为由式
（3）可知，喷管直径 D 越大，管道沿程压力损失 Py 越小，
出孔动压越大。
随着喷管直径增大，喷射距离减小，射流极角增大。
由式（1）可知，喷射距离越小，射流极角增大，喷管直
径为 90 mm 时，射流极角达到最大值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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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喷管直径对气流场特性的影响
Effect of pipe diameter on airflow field character

出孔气流速度
喷管直径
出孔动压
Initial airflow
Pipe diameter
Nozzle air
velocity of nozzle
D/mm
pressure p/Pa
v0/(m·s-1)
40
3.82
9.41

喷射距离
射流极角
Jet distance Jet cone angle
l/cm
α/(°)
34.0

7.57

50

4.00

10.32

31.0

8.28

63

4.98

16.00

26.8

9.53

75

5.02

16.25

24.2

10.51

90

5.64

20.52

20.4

12.36

注：喷气管道的壁厚为 6 mm，喷孔直径为 8 mm，喷孔中心距 s 为 100 mm。
Note: Pipe thickness is 6 mm, nozzle diameter is 8 mm, distance of nozzle center
is 100 mm.

慢，出孔动压也越小。
随着喷管壁厚的增大，射流极角减小，喷管壁厚为
4 mm 时为最大值 10.68°。由式（1）可知，喷管壁厚越
大，喷射距离越大，射流极角越小。

4

正交试验

4.1 正交试验设计
以喷管直径（D）、喷管壁厚（δ）、喷孔直径（d）
3 个主要因素各选 5 个水平进行正交试验处理。试验因素
及水平见表 4 所示。
表 4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Table 4 Orthogonal factor and level table

3.2 喷孔直径变化对气流场特性的影响
喷孔直径 d 的 5 个水平的试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6

3.38

7.37

喷射距离
射流极角
Jet distance Jet cone angle
l/cm
α/(°)
55.0

4.73

42.6

5.95

8

4.06

10.63

39.2

6.73

10

4.84

15.11

30.6

8.03

12

6.22

24.95

27.6

9.66

注：喷管直径为 63 mm，壁厚为 6 mm，喷孔中心间距 s 为 100 mm。
Note: Pipe diameter is 63 mm, pipe thickness is 6 mm, distance of nozzle center
is 100 mm.

由表 2 可以看出，随着喷孔直径的增大，出孔动压
增大。因为喷孔直径越大，局部压力损失越小，出孔动
压越大。
随着喷孔直径的增大，射流极角呈增大趋势。由式
（1）可知，喷孔直径越大，（s/2−d/2）的值越小，但喷
孔直径 d 的数值相比喷孔中心距 s 的数值小得多，所以，
射流极角主要受喷射距离 l 的影响，而喷射距离 l 随着喷
孔直径 d 的增大而逐渐减小，因此，射流极角增大。
3.3 喷管壁厚变化对气流场特性的影响
喷管壁厚 δ 的 5 个水平的试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表 3 喷管壁厚对气流场特性的影响
Effect of pipe thickness on airflow field character

出孔气流速度
喷管壁厚
出孔动压
喷射距离
射流极角
Initial airflow
Pipe thickness
Nozzle air
Jet distance Jet cone angle
velocity of nozzle
δ/mm
pressure p/Pa
l/cm
α/(°)
v0/(m·s-1)
4
4.42
12.60
23.8
10.68
5
4.22
11.49
31.2
8.28
6
4.18
11.27
32.2
8.01
7
4.04
10.53
32.6
7.86
8
3.48
7.81
35.4
7.24
注：喷管直径为 63 mm，喷孔直径为 8 mm，喷孔中心间距 s 为 100 mm。
Note: Pipe diameter is 63 mm, nozzle diameter is 8 mm, distance of nozzle
center is 100 mm.

由表 3 可以看出，随着喷管壁厚的增大，出孔动压
减小。在 δ/d＜2 时，壁厚相对喷孔直径而言，比较薄，
因为孔口的尖锐边缘，壁厚与气流仅在一条周线中接触，
孔口的壁厚对出流影响较小，此时的孔口称为薄壁孔口。
气流从各个方向涌向孔口，因为惯性作用，流线只能逐
渐弯曲，气流束在出口后继续收缩，壁厚越大，流速越

1

喷管直径
Pipe diameter
D/mm
40

喷管壁厚
Pipe thickness
δ/mm
4

喷孔直径
Nozzle diameter
d/mm
4

2

50

5

6

3

63

6

8

4

75

7

10

5

90

8

12

水平
Level

表 2 喷孔直径对气流场特性的影响
Effect of pore nozzle diameter on airflow field character

出孔气流速度
喷孔直径
出孔动压
Initial airflow
Nozzle
Nozzle air
velocity of nozzle
diameter d/mm
pressure p/Pa
v0/(m·s-1)
4
1.52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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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为 PPR 管道的国内现有规格尺寸分别为 40、50、63、75、90 mm，
所以喷管直径所取的水平不是等间距的。
Note: Because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PPR pipe is 40, 50, 63, 75 and 90 mm, so
the level of pipe diameter is not evenly spaced.

4.2 正交试验结果
依据因素水平表和正交试验方法设计正交试验方案
L25(53)，单次试验中各测量 5 次。正交试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表 5 正交试验结果
Results of orthogonal experiment

出孔
喷管
喷管
喷孔
气流速度 射流
试验
喷射距离 出孔动压
极角
直径
壁厚
直径
Initial
Jet
Nozzle air
次数
Pipe
Pipe
Nozzle
airflow Jet cone
distance pressure p/
Test
diameter thickness diameter velocity of angle
l/cm
Pa
No
D/mm δ/mm
d/mm nozzle v0/ α/(°)
-1
(m·s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50)
4(75)
5(90)
3(63)
2(50)
5(90)
4(75)
3(63)
1(40)
1(40)
3(63)
4(75)
5(90)
5(90)
4(75)
3(63)
3(63)
5(90)
2(50)
1(40)
2(50)
1(40)
1(40)
4(75)
2(50)

2(5)
5(8)
3(6)
4(7)
1(4)
1(4)
1(4)
1(4)
1(4)
3(6)
5(8)
3(6)
5(8)
4(7)
2(5)
3(6)
2(5)
2(5)
4(7)
4(7)
5(8)
5(8)
2(5)
4(7)
3(6)

1(4)
4(10)
5(12)
4(10)
3(8)
4(10)
2(6)
5(12)
1(4)
2(6)
2(6)
3(8)
1(4)
3(8)
5(12)
1(4)
3(8)
2(6)
2(6)
5(12)
5(12)
3(8)
4(10)
1(4)
4(10)

1.29
3.60
2.74
3.92
2.52
4.20
2.64
6.48
1.64
2.74
2.58
3.32
0.70
3.68
5.12
1.60
4.22
1.38
2.78
5.38
6.24
3.76
4.56
1.66
4.48

8.94
7.13
3.42
12.15
7.16
7.63
7.48
6.34
6.25
12.28
8.06
12.13
6.60
6.85
6.45
9.31
12.08
6.59
5.63
6.99
4.66
8.95
5.99
7.45
5.84

30.0
35.2
73.0
20.2
36.2
33.2
35.4
39.2
43.4
21.0
32.4
20.8
40.7
37.6
38.4
28.7
21.0
40.2
47.0
35.2
53.2
28.4
42.4
36.0
43.4

1.08
8.36
4.84
9.91
4.10
11.38
4.50
27.08
1.73
4.84
4.29
7.11
0.32
8.73
16.91
1.65
11.49
1.23
4.98
18.67
25.11
9.12
13.41
1.78
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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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极差分析
4.3.1 射流极角的极差分析
对评价指标射流极角 α 进行极差分析，分析结果如
表 6 所示。
表 6 射流极角的极差分析
Table 6 Range analysis of jet cone angle
项目
Item
K1

喷管直径
Pipe diameter
40.46

喷管壁厚
Pipe thickness
34.86

喷孔直径
Nozzle diameter
38.55

K2

32.23

40.05

40.04

K3

47.94

42.98

47.17

K4

40.64

39.07

38.74

K5

31.09

35.40

27.86

k1

8.09

6.97

7.71

k2

6.45

8.01

8.01

k3

9.59

8.60

9.43

k4

8.13

7.81

7.75

k5

6.22

7.08

5.57

极差 R Range

3.37

1.62

3.86

C>A>B

主次因素 Order
较优水平
Optimum level

C3A3B3

射流极角越大，气流场的覆盖面越大，气力授粉的
气力作用盲区越小，有利于提高授粉的均匀性。各因素
对射流极角的影响顺序是喷孔直径 d 最大，其次是喷管
直径 D，再次是喷管壁厚 δ，喷管壁厚比其他两个因素的
影响小得多，是次要因素。适宜的因素组合即 C3A3B3，
此时的射流极角 α 为 12.56°。
4.3.2 出孔动压的极差分析
对评价指标出孔动压 p 进行极差分析，分析结果如
表 7 所示。
表 7 出孔动压的极差分析
Table 7 Range analysis of nozzle air pressure
项目
Item
K1

喷管直径
Pipe diameter
47.77

喷管壁厚
Pipe thickness
48.79

喷孔直径
Nozzle diameter
6.56

K2

48.22

44.12

19.84

K3

54.42

31.39

40.55

K4

38.66

44.07

56.01

K5

26.50

47.20

92.61

k1

9.55

9.76

1.31

k2

9.64

8.82

3.97

k3

10.88

6.28

8.11

k4

7.73

8.81

11.20

k5

5.30

9.44

18.52

极差 R Range

5.58

3.48

17.21

主次因素 Order
较优水平
Optimum level

3 个因素对出孔动压的影响是喷孔直径最大，其次是
喷管直径，最后是喷管壁厚。喷孔直径比其他 2 个因素
的影响大得多，是主要因素。喷管直径和喷管壁厚对出
孔动压的影响大小相差不大。适宜的因素组合为 C5A3B1，
此时的出孔动压 p 为 27.08 Pa。
4.4 多指标评价模型的分析与优化
用极差分析法找到了喷气管道不同参数对射流极
角、出孔动压影响的主次因素和水平的较优组合，但对
于 2 个不同的评价指标，3 个主要因素的较优水平各不相
同，需要进一步优选。本文通过简便的矩阵分析法计算
影响 3 个指标的多因素多水平的权重，得到最优方案和
影响因素的主次顺序[28]。
建立一个三层结构评价模型如图 3 所示。第一层为
试验考察指标层，第二层为因素层，第三层为水平层。

C>A>B
C5A3B1

出孔动压越大，即出孔处气流速度越大，轴心气流
速度越大，能够增加气流穿透能力，使花粉飘得更远，
但气流速度过大，会造成花粉浪费。前期的试验研究表
明，风机直接授粉时，气流速度为 20 m/s 时授粉效果较
理想，试验过程中的出孔气流速度远低于此值，因此，
出孔动压越大越好。

图 3 正交试验的数据结构模型
Fig.3 Data structure model of orthogonal experiment

根据正交试验的极差分析结果，试验考察指标射流
极角 α 和出孔动压 p 都是越大越好，用 Matlab 软件进行
矩阵运算，求得各因素 5 水平的权值如表 8 所示：
表 8 试验因素的权值表
Table 8 Weight of test factors
水平
Level

喷管直径
Pipe diameter

喷管壁厚
Pipe thickness

喷孔直径
Nozzle diameter

1

0.0662

0.0315

0.0595

2

0.0570

0.0331

0.0791

3

0.0775

0.0314

0.1158

4

0.0626

0.0325

0.1251

5

0.0466

0.0314

0.1590

由表 8 可知，喷管直径（因素 A）中 A3 的权重最大，
喷管壁厚（因素 B）中 B2 的权重最大，喷孔直径（因素
C）中 C5 的权重最大，3 个因素的权重最大值按从大到小
排序分别为 C5>A3>B2，3 个因素对指标值影响的主次顺
序为 C>A>B 。经矩阵分析，正交试验的最优方案为
C5A3B2，即喷管直径 63 mm、喷管壁厚 5 mm、喷孔直径
12 mm。下面以此优化方案进行气力式授粉试验以考察实
际的授粉效果。
4.5 喷气管道用于气力式授粉的验证试验
4.5.1 试验方法
为验证参数优选后喷气管道的实际授粉效果，在实
验室内使用钵栽的父本植株进行验证试验。室内平均气
温 25°，试验所选材料为恢复系（父本）1356 共 3 株重复
进行 3 次试验。试验开始时，先调节变频风扇模拟 1 级
自然风顺喷孔气流方向吹风，采用喷气管道（直径 63 mm、
喷管壁厚 5 mm、喷孔直径 12 mm）连接调速风机进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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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式授粉试验，其他的试验参数不变，采样装置和观察
方法等按照前期的气力授粉试验[12]，同样以水平采样板
上花粉有效分布面积比率、花粉平均分布密度、花粉分
布不均匀度为评价授粉效果的指标[17]，记录试验数据，
拍摄气流场照片，对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4.5.2 验证试验结果
以 3 次重复试验的均值作为试验结果，气流场特性
结果：喷孔处的出孔气流速度 v0 为 7 m/s，出孔动压 p 为
31.6 Pa，喷射距离 l 为 18 cm，射流极角 α 为 13.38°。经
正态性检验，花粉水平分布图像呈正态分布的单峰图像，
水平分布有效作用面积比率（单视野内花粉数量平均值
大于或等于 2 粒的分布面积所占比例[29]）为 70.8%，花粉
平均分布密度（所有采样点花粉数量的平均值）为 5.18
粒，花粉分布不均匀度（所有采样点花粉数量的方差）
为 1.33，竖直分布呈多峰图像，有 4 个峰值，竖直分布
有效作用面积比率为 87.5%。
因此，采用优化的喷气管道参数组合进行气力授粉
时，花粉能形成覆盖母本行呈正态分布特性的单峰分布，
花粉竖直分布的有效范围更广，花粉水平分布有效作用
面积比率提高 9.55%，分布不均匀度（方差）显著下降
6.07，较前期的风机直吹授粉和碰撞式授粉的花粉分布效
果更好[17,30]。

5

结

论

杂交水稻制种气力式授粉时喷气管道气流场的特性
对花粉分布均匀性、充分性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择喷
气管道的主要参数（喷管直径、喷管壁厚、喷孔直径）
作为影响因素，以射流极角、出孔动压为表征气流场特
性的 2 个主要评价指标，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正交试验，
研究管道参数对气流场特性的影响规律，对喷气管道的
参数进行优选及试验验证，结果表明：
1）喷孔直径对射流极角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喷管直
径，最后是喷管壁厚。随着喷孔直径增大，射流极角增
大。随着喷管直径增大，射流极角增大。随着喷管壁厚
增大，射流极角减小。
2）喷孔直径对出孔动压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喷管直
径，最后是喷管壁厚。随着喷孔直径的增大，出孔动压
增大。随着喷管直径的增大，出孔动压增大。随着喷管
壁厚的增大，出孔动压减小。
3）通过建立三层多指标评判模型矩阵，对正交试验
结果进行了综合分析和参数优化，3 个因素对指标值影响
的主次顺序为喷孔直径>喷管直径>喷管壁厚，较优的喷
气管道参数为喷管直径 63 mm、喷管壁厚 5 mm、喷孔直
径 12 mm。验证试验与理论分析相符，此时的出孔动压 p
为 31.6 Pa，射流极角为 13.38°。
4）采用参数优化的喷气管道进行杂交水稻气力辅助
授粉时，能满足辅助授粉的技术要求，花粉水平分布呈
单峰正态分布，分布的均匀性明显提高（有效作用面积
比率提高 9.55%，不均匀度下降 6.07），较风机直吹授粉
和碰撞式授粉的授粉效果更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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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 optimization and validation experiment on jet pipe of
pneumatic poll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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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xiliary pollination is the most critical process during hybrid rice seed production. The uniform and sufficient
pollination has significant meaning for improving seed setting rate and operating efficiency. In the process of pneumatic
auxiliary pollination for hybrid rice seed production, the pollens move with airflow, the airflow fields of multiple parallel
nozzles of jet pipe overlay, and the jet cone angle and nozzle air pressur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s in airflow field.
Increasing jet cone angle can expand the coverage of airflow field and reduce blind area of pollination effect, and eventually
improve the uniformity of auxiliary pollination. Increasing nozzle air pressure can improve the airflow speed and increase
airflow penetration, which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the uniformity and sufficiency of pollen distribution and determines the
propagation distance of pollens. In order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jet cone angle, nozzle air pressure and pipe
parameters, and find the ideal combination of pipe parameters for pneumatic auxiliary pollination, the paper firstly analyzed
the superposition principle of the airflow field formed by parallel multiple nozzles, and obtained the formulae of jet cone angle
and nozzle air pressure. Chromatic smoke was generated by the smoke grenade and sprayed through the nozzle, and pictures of
airflow field were taken by camera. Jet pipe diameter, pipe thickness, nozzle diameter of pipe were selected as 3 factors, jet
cone angle and nozzle air pressure were selected as 2 evaluation indices, and the three-factor and five-level of single factor and
multi-factor orthogonal tests were done. In experiment, initial airflow velocity of nozzle and vertical distance between airflow
junction point and center line of jet pipe were measured, and 5 photos and 5 measurements were taken for each test; the range
analysis and matrix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the influence laws of various factors on air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weights were obtained,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ir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 and jet pipe parameter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fluences of nozzle diameter on jet cone angle and nozzle air pressure were very obvious. As the nozzle
diameter of pipe increased, the nozzle air pressure and jet cone angle increased accordingly. The influence order of the 3
factors from high to low was nozzle diameter, pipe diameter and pipe thickness. The optimal combination of the factors to jet
pipe was the pipe diameter of 63 mm, the pipe thickness of 5 mm, and the nozzle diameter of 12 mm. At this time, the jet cone
angle was 13.38°, and the nozzle air pressure was 31.6 Pa. The optimal factors were verified by test. Pollination effects were
evaluated by the selected 3 evaluation indices on effective distribution area ratio, average distribution density, nonuniformity
of pollen distribution. The confirmatory test showed that the pollen distribution was more uniform, the effective distribution
area ratio of pollen was obviously improved, the nonuniformity of pollen distribution (variance) dropped to 1.33, the degree of
uneven distribution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distribution images of pollen showed unimodal normal distribution. The
pipe parameters can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auxiliary pollination, which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 to the design of jet
pipe for pneumatic auxiliary pollination in hybrid rice seed production.
Key word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optimization; experiments; jet cone angle; nozzle air pressure; pipe diameter; pipe
thickness; nozzle diameter

